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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好环境攻坚战 保卫碧水蓝天
汝州召开大气污染防治攻坚背水一战冲刺动员会，
部署各单位工作任务
□记者 李春 特约通讯员 王国锋
通讯员 杭高博
本 报 讯 11 月 8 日 ，汝 州 市 召 开
2017 年大气污染防治攻坚背水一战决
胜 54 天 冲 刺 动 员 会 ，贯 彻 落 实《全 省
2017 年大气污染防治攻坚背水一战决
胜 60 天》推进会精神，部署冲刺工作。
汝州市委副书记、市长陈天富，省环保第
四强化督察组组长魏恒志出席会议并讲
话；汝州市委常委、统战部长张剑奇主持
会议，副市长焦慧娟及全市 57 个环境污
染防治成员单位党政正职及主管副职、
75 家工业企业负责人参加会议。
会议传达了河南省大气污染防治攻
坚决胜 60 天推进会精神及“1+4”工作方
案，住建局、工信局、电力公司、汝州电化
公司等单位负责人在会上做了表态发
言；张剑奇宣读了《汝州市大气污染防治
背水一战决胜 54 天冲刺方案》，对全市
近期大气污染防治冲刺攻坚工作进行详
细安排部署。
魏恒志指出，根据气象研判，当前已
进入重污染天气多发期，要充分认清严
峻的环境形势，统筹抓好大气污染防治
攻坚决胜 54 天冲刺各项工作任务；要坚
持依法行政、铁腕治污，凡是工业废气不
达标的、工地六个百分百不达标的一律
要从严进行治理，各部门通力合作，主动
担当，积极作为，汝州市攻坚办要加强沟
通协调，采取强有力措施，确保环境攻坚
目标任务完成；要精准考核、严肃问责，
确保取得大气污染防治攻坚工作实效。

要加大正面典型宣传、违法企业曝光力
度，对执行治污措施不力，影响环境攻坚
工作的要进行约谈，直至依法依规进行
追责。
陈天富强调，全力抓好环境攻坚工
作,一是认清形势，打好环境攻坚战。米
庙、风穴、骑岭、汝南、洗耳等单位，要进
一步深入排查治理辖区内废品收购等小
微污染企业，彻底清理污染源；招商引资
时，存在废气、废水、扬尘的项目一律免
谈。二是严格落实管控措施，全方位、无
死角地进行环境污染治理；工地方面，住
建局、城管局和相关乡镇街道要形成合
力，合理调配人员，加强对各类建筑工地
扬尘监管，施行专人巡查，重点工地驻场
监管；环保局要运用科技手段，对重点工
地通过摄像头等手段进行技术监控，持
续加强施工工地监管。要从严管控企业
污染，严格执行错峰生产、落实限产等举
措；严格执行重点企业驻厂制度，焦化、
电厂、电石、陶瓷等企业，要每天 24 小时
驻厂监管；对于不执行重污染天气应急
措施的企业，第一次由大气攻坚办通知
提醒，第二次由电业局对企业进行断电；
要组织好秸秆禁烧验收，彻底清理沟渠、
路边堆积秸秆。三是从严落实责任，全
力 冲 刺 ，坚 决 打 赢 大 气 污 染 冲 刺 攻 坚
战。按照党政同责、一岗双责要求，采取
最严厉措施，全面进行污染管控；要运用
短信平台，每天通报环境攻坚工作；要扎
实安排、过细部署、从严落实，坚决打赢
大气污染防治背水一战决胜冲刺攻坚
战。

洗耳河街道

开展辖区大气污染防治攻坚行动

洗耳河街道召开大气污染防治攻坚背水一战决胜 52 天部署动员会

□特约通讯员 降海新
通讯员 丁亚伟 文图
本报讯 11 月 10 日上午，洗耳河街
道召开大气污染防治攻坚背水一战决胜
52 天部署动员会。要求从即日起到 12
月 31 日，在辖区开展大气污染防治攻坚
行动，有效应对污染天气，持续改善全市
的大气环境质量，
保障群众的身体健康。
该办事处针对辖区建筑工地、道路
扬尘、重点企业加强监管，强化扬尘污染
防控；针对已取缔的“小散乱污”企业，充

分发挥网格员作用，加强排查，严防“死
灰复燃”，一旦发现，坚决取缔到位；针对
乡村田间地头散落的杂草、秸秆，要及时
清理，避免焚烧垃圾、秸秆杂草行为，保
护人居环境整治成果；利用每周的城市
清洁行动，在全辖区范围开展全面清扫
保洁，清理卫生死角、积存垃圾行动，保
持环境干净卫生。
当天下午，街道组织机关全体干部
职工按照分包区域与干部群众一道开展
城市清洁行动。

对 3 家企业实施错峰生产

市环境攻坚办召开重污染天气
工业企业应急管控分析研判会

□记者 李春 特约通讯员 王国锋
通讯员 平党申

□记者 李春 特约通讯员 王国锋
通讯员 杭高博

夏店镇召开大气污染防治攻坚冲刺动员会

本 报 讯 11 月 10 日 上 午 ，夏 店 镇
2017 年大气污染防治攻坚冲刺动员会
在镇政府四楼会议室召开，夏店镇党政
班子全体成员、镇机关干部共 60 余人参
加了会议。会上，夏店镇镇长焦慧涛向
与会人员传达了汝州市 2017 年大气污
染防治攻坚背水一战动员会精神，结合
实际，对夏店镇大气污染防治攻坚背水
一战冲刺工作进行了安排部署。
为全面完成 2017 年大气污染防治
攻坚工作，夏店镇制定了《夏店镇大气污
染防治攻坚背水一战决胜 52 天冲刺方
案》，大 气 污 染 防 治 冲 刺 攻 坚 工 作 从
2017 年 11 月 10 日开始，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结束，共 52 天。决定对汝兴建
材、烽金源建材、荆河岸红星砖厂 3 家企
业严格落实错峰生产政策。持续强化扬
尘污染防控对全镇在建的规模施工工
地，严格落实扬尘防治“六个百分之百”
等制度，各村违法建筑全面停工。对全
镇辖区内的省道、县乡道路，清扫到位、
合理洒水，切实做好扬尘管控。强力推
进露天矿山综合整治。充分发挥“一长
三员”作用，全面排查“散乱污”企业，开
展取缔“散乱污”企业回头看，严防“死灰
复燃”。加强畜禽养殖企业分类管控，加
强对小燃煤锅炉摸排监管，科学实施清
洁型煤替代。持续开展黄标车整治，发
现一辆淘汰一辆。禁止焚烧生活垃圾、
枯枝落叶、杂草及产生烟尘物质，顺利完
成今秋秸秆禁烧及综合利用验收工作。

骑岭乡大气污染防治攻坚战

庙下镇:

狠抓燃煤压减和散煤治理
□记者 李春 特约通讯员 王国锋
通讯员 任恬璐
本报讯 11 月 10 日，汝州市庙下镇
召开 2017 年大气污染预防攻坚决战决
胜冲刺动员会，贯彻落实省、市关于大气
污染治理工作的要求，动员全镇上下迅
速行动起来，坚决打好大气污染防治攻
坚战。镇党委书记韩沛毅，党委副书记、
镇长郑红岭出席会议，镇全体班子成员
参加会议。
会上，郑红岭宣读了《河南省 2017

本报讯 11 月 11 日上午，汝州市环
境攻坚办召开重污染天气工业企业应急
管控情况分析研判会，环境攻坚办副主
任、环保局长陈万幸，环保局全体党组成
员，大气、水攻坚办，环保督查组及环境
监察大队、各执法中心所参加研判会。
会上环境监控中心逐一汇报了重污
染天气管控下重点监控企业烟气、烟尘、
二氧化硫、氮氧化物等监测数据降低情
况；大气攻坚办汇报了各限产减排企业
用电量增减情况；各执法中心所对限产
减排企业落实应急管控措施的现场监察
情况分别进行了汇报；环保督查组通报

了现场督查中企业限产减排及驻厂监管
等情况。
会议强调，要进一步摸清各工业企
业电表数量和用户号，
准确掌握企业各时
段用电信息；
要全面掌握各企业的生产工
艺、产污环节、环保设施及在线监控设备
运行等情况，针对性进行监管，实现精准
管控、
科学治污；
要依法严格管理，
不论企
业大小、强弱，都必须严格按照应急管控
措施执行，拒不执行管控的要依法严惩，
确保重污染天气应急管控措施取得实效；
在严格执行重污染天气应急管控措施的
同时，要本着为企业经济发展服务的初
衷，在重污染天气橙色预警解除后，对于
符合环保要求，能够稳定达标排放的企
业，
要及时通知企业恢复生产。

年大气污染防治攻坚背水一战决胜 60
天量化问责办法》，他要求，一要坚决落
实目标任务，全力抓好重点工作。各级
各部门必须做到心中有数、紧盯不放，狠
抓燃煤压减和散煤治理、
“ 散乱污”企业
治理、扬尘治理，严格控制秸秆焚烧，实
现秋冬季空气质量改善；二要着力强化
责任落实，加大督导问责力度。各村各
部门要高度重视，成立领导小组，确保此
项工作高效有序推进，同时，各职能部门
协调联动、密切配合，对动作缓慢的严格
问责，
对屡教不改的企业依法严惩。

网格化管理 强化督查问责
□记者 李春 特约通讯员 王国锋
通讯员 高亚锋
本报讯 11 月 9 日，骑岭乡召开大气
污染防治攻坚动员会，落实省、市大气污
染防治精神，动员全乡上下进一步压实
责任、强化措施，以更大的决心、更强的
力度抓好大气污染防治工作，全力改善
全乡环境空气质量。全体班子成员、包
村干部、各村一长三员等 80 余人出席会
议。
会上，骑岭乡党委委员、人大副主席
李亚昊传达了骑岭乡人民政府《关于印

市场服务

发骑岭乡大气污染防治攻坚背水一战决
胜 54 天冲刺方案的通知》精神，对所涉
相关单位，各行政村的工作任务做了明
确分工，压实了责任，强调了奖惩机制，
确保打赢大气污染防治攻坚战。
骑岭乡乡长赵鹏飞进行了总结讲
话：一、认清形势，绷紧环保弦。各村各
单位要提高站位，
切实扛起大气污染治理
的政治责任。二、
抓好工作重点。重点做
好扬尘治理，
严格排查
“散乱污”
企业及各
类垃圾焚烧等。三、
强化督查问责。对大
气污染防治各项工作进行网格化管理，
划
定责任，
明确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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